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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牛集成电路大咖企业齐聚
两大项目落地成都

从三岔湖旅游快速通道与观光
大道交汇处，驱车走上一条乡间小
路，沿途花果飘香，樱桃红了，枇杷
也快成熟了。这条路通往双流区太
平镇小堰村，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高
速（新机场高速）重点控制性工程
——龙泉山1号隧道所在之处。

新机场高速是成都天府国际机
场交通基础设施配套工程。这条“东
进之路”创新设计两座隧道，双向四
洞十车道穿越龙泉山，特别是客货分
流的2+3车道在全国新建高速中尚
属首创。龙泉山隧道的建设进度，决

定了整条高速是否如期通车。四五百
名工人三班倒，24小时全力掘进，中
铁一局土建4标段项目总工程师史亚
军也是天天在这里巡查蹲守。“施工
现场谁都能离开，技术干部不能离
开”。目前隧道已开挖3000多米。

四洞巡查
每天步行5公里 外加15000步

每天早上8时，史亚军在办公区
换上蓝色的纯棉防静电工装，戴上安
全帽，把手机、打火机存放在储物柜

里，经过安检，才能进入施工场地。
“隧道穿越三大湾气田，是天然气高
瓦斯隧道，施工安全质量风险较高。”

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天府机场
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了解到，中铁一
局承担的龙泉山1号隧道进口段施
工任务进展顺利。截至4月9日，累计
完成1801米，4个洞分别开挖了708
米、694米、337米和272米。史亚军每
天上午基本就在4个洞里度过，每一
寸都要巡查到。步行大约5公里，一
路还要发现问题、指出问题、解决问
题，4个小时一晃而过。当他走出第4

个洞，已是中午时分。根据史亚军手
机步数记录，除了洞内巡查，他每天
另外还要走15000步左右。

牺牲休息
儿子已满8岁 陪伴不超2个月

晚上下班后，史亚军也没什么
消遣。“晚上培训从7：30到9：30，14
日晚上还持续到了12：30”，他除了
关注手机APP实时监测，还要写工
法、技术方案、创新设计等。只有看
到孩子发来的信息，他严肃紧张的

脸上终于挂上一丝笑容。
“爸爸，少抽点烟”，这个8岁的

小暖男每天都给爸爸发信息、打电
话，爸爸不忙的时候还可以视频一
小会儿。“他长到8岁，陪在他身边的
时间不超过2个月”，史亚军满怀愧
疚之情，以及对妻子的感激。

“每次我离开，儿子都会哭。今
年春节走的时候只是跟他说‘出去
一会儿’，不然不让走啊！”妻子刚开
始也不理解他，为什么守着工地，周
末节假日也不回家？“当她与我的同
事们熟悉以后，发现大家都这样，也
渐渐理解了”，史亚军说。

最新进展
全线50座大桥全部开工

新机场高速连通成都天府国
际机场，组成区域交通路网，为实
施“东进”提供强有力的交通支撑。
市民们都很关心新机场高速公路进
展如何。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天府
机场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了解到，全
线50座大桥已全部开工，龙泉山隧
道为控制性工程，对整个工程的工
期产生关键性影响。截至4月9日，1
号隧道进口开挖1801米，出口开挖
87米。2号隧道进口开挖127米，出口开
挖1581米。隧道预计于2019年6月贯
通，11月具备通车条件。新机场高速将
与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同时投入使用。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走进东进一线

全面落实年

昨日，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双流）6寸平面光波导晶圆生产线建
设项目也在现场签约。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产业化
促进中心主任商立伟告诉记者，中科
院微电子研究所将和四川飞阳科技公
司合作，打造硅光电子元器件生产及
后期服务平台，建设6寸平面光波导晶
圆生产线，并将研发技术和产品导入
该公司。

商立伟表示，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
还希望借此机会将研发的产品和技术
逐步导入到成都企业的生产平台上，促
进该公司的发展和研究所科技成果的
转化，“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合作。”

据商立伟介绍，中科院微电子研究
所去年已在双流区签约落地了中科院
微电子西南产业研究院，未来还计划在
双流区建设总面积300亩左右的产业园
和研究院，把相应项目逐步引入发展。
目前，这一规划已进入筹备阶段。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天府新区商会成立
百企齐聚谋发展

4月18日上午，天府新区商会成立大
会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隆重举行。当
天，天府新区商会与川商总会、阿联酋川
渝商会同乡会、四川省文化产业商会、四
川省民营文化企业协会、四川省创新创
业促进会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据了解，目前天府新区商会已经吸
引了近百家企业加入。相关负责人表
示，天府新区商会的成立，让天府新区
的民营企业有了自己的“家”。

川商总会会长、新希望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刘永好也专程来到现场。刘永
好表示，天府新区通过几年的发展，如
今影响力、威望都越来越高。天府新区
的定位高，生态环境好，政策好。天府新
区商会的成立，将会把商气更加集聚，
让天府新区越来越旺。

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新区商会成立，将与天府新
区携手共担新使命，努力发挥好窗口和
平台功能，广交朋友、扩大影响，以民间
投资为纽带，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商业联络，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区
域合作，助力天府新区更好地发挥“一
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节
点的作用。将努力发挥好组织和凝聚功
能，充分调动民营企业的参与热情，充
分整合民营企业的资源优势，充分释放
民营企业的经济能量，为建设公园城
市、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
济高地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发挥好桥梁
和纽带功能，共同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推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
施落地落实，引导广大企业遵纪守法、
诚信经营，在深度参与新区建设中实现
企业自身跨越发展，与新区共谋未来、
共同成长、共铸辉煌。有别于传统商会，
天府新区商会还下设投资促进会，为关
心关注新区建设发展和有意愿到新区
投资兴业的企业搭建平台。这也是商会
工作的一个创新举措。

成都商报记者 柯娟 费成鸿

川商创投基金昨日正式揭牌
重点投资孵化独角兽
优先支持省内优质项目

昨日，“2018天府论坛”在成
都西部博览城召开，川商创投基
金在论坛上正式揭牌成立。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该
基金由川商基金发起设立，而
川商基金是在四川省委省政府
主要领导推动下于2016年2月
成立的。记者了解到，目前，宁
夏、山西、天津、山东、重庆等
地四川商会和10余名川商代
表已出资参与，总出资额超2
亿元。相关负责人指出，该基
金将坚持市场化，投资中早期
发展前景好、市场规模大、竞争
壁垒高的细分领域隐形冠军，
同时高度关注技术革新、供给
侧改革和需求侧升级的创新型
项目，力争投资孵化多个独角
兽。“当然我们会优先支持省内
优质项目及一些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4月18日，“2018天府论坛”在
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举行。川商
总会会长、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
永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川
商要积极走出去，为“一带一路”
作贡献。新希望集团也将在医疗、
旅游等方面加大投资，并将在四
川建高端医院。

把天府论坛打造成知名品牌

在此次“2018天府论坛”中，首
次设立了“一带一路”与改革开放新
格局论坛。刘永好表示，川商在越
南、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等国家和地区都有投资，有的深耕
多年，已经做大做强。我们要把这些
海外川商企业做好、管好、创造价
值，同时通过举办天府论坛努力构
建全球川商生态圈，鼓励更多的川
商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再投
资、再发展、再创川商的辉煌。

刘永好说，目前在努力将“天府
论坛”打造成有品牌、有影响力的论
坛。“希望把天府论坛打造成像博鳌
论坛、亚布力论坛一样的知名品牌。”

消费升级带来新机遇

中国的消费升级给企业带来
了新机遇。刘永好说，改革开放40
年来，国家经济飞速发展，一些领
域我们在“数量”上已经满足了，
甚至出现了“供过于求”的问题。
但在“质量”上仍有待提高，比如
高端的农产品，像高品质牛肉、牛
奶、羊肉，或者通过精深加工的一
些优质产品，还无法满足消费升
级的需求。

在高端动物蛋白领域，澳大
利亚、新西兰、美国等国家拥有较
好资源，因此新希望放眼全球在
投资。“我们在澳大利亚投资肉牛
牧场，最初20万头规模，现在已经
发展到50万头。肉牛产品加工后，
既供应中国市场，还供应日本、韩
国等亚洲市场。”刘永好说。

打造脑科、心血管专科医院

刘永好说，今天医疗领域还
有很多不足，还有相当缺口。“成
都有华西医院、省人民医院，这些

好医院长期人满为患。但同时我
们也看到，一些县医院、区医院，
经常没有人，这就是医疗资源的
不平衡。”

这几年国家注重医疗健康
发展，国家政策也支持鼓励，民
间和外资也在医疗领域加大投
资。刘永好说，特别是高端医疗
资源，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成立医疗健康产业基
金，目前已经战略投资了一些优
秀的民营医院，比如上海蓝十字
脑科医院，已经成为同济大学教
学试点单位，这让我们非常自
豪。下一步，我们要将这些优秀
医疗资源引入成都，打造专业的
脑科、心血管专科医院，为四川
医疗产业做贡献。

此外，新希望集团也在旅游
产业持续发力。“四川是个旅游大
省，过去十年每年的旅游增长都
在20%以上。老百姓温饱问题解决
以后，对旅游的需求很高。我们也
专门成立了四川省旅游产业基
金，计划在四川进行投资。”

成都商报记者 李伟铭

全球最牛的集成电路大咖企业，昨日纷纷聚在了成都。
昨日下午，集成电路产业链大会暨配套项目签约仪式在成都锦江宾馆举办。作为2018中外知名

企业四川行主要专题活动之一，现场汇聚了美国格罗方德、美国HP Inc、英国想象科技、法国SOITEC、
荷兰ASML（阿斯麦）、新加坡上扬软件、日中经济协会、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等137家企业（机构）、商
协会、高校、科研单位，其中世界500强、跨国集团、行业领军企业近90家。

北京协同创新园（崇州）电子信息协同创新产业园项目和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双流）6寸平
面光波导晶圆生产线建设项目在现场正式签约启动。

成都首条十车道高速全力掘进
工程师每天巡查步行超5公里东进之路

刘永好：将在川建高端医院
目前已成立医疗健康产业基金 将打造脑科、心血管专科医院

北京协同创新园（崇州）电子信
息协同创新产业园项目，将由北京协
同创新研究院与成都深度合作，在崇
州落地。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副院长
姚文生昨日告诉记者，具体将进行三
方面的建设。

首先，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将在
崇州建立“产业创新中心”，主要进行
科研项目的引进、落地和产业化。第
二，将在成都发起成立产业基金，根
据创新链配置资金链，“在研发的不
同阶段配置不同的资金”。第三，就是
产业园本身的建设，所有引进项目，
都将入驻到位于崇州的产业园内。

姚文生告诉记者，北京协同创新
研究院就是在全球寻找最高端的学术
资源、最前沿的技术，推动其转化。“我
们之所以选择在成都落地，是因为成
都有很好的人才资源和科研资源，产
业基础也不错。”

落地崇州
将引进高端项目来蓉转化

6寸平面光波导晶圆生产线

建在双流
将产品和技术导入成都企业

一个群体
四五百名工人四五百名工人2424小时全力小时全力

掘进掘进，，中铁一局项目总工程师史中铁一局项目总工程师史
亚军天天巡查蹲守亚军天天巡查蹲守

一个目标
新机场高速将与成都天府新机场高速将与成都天府

国际机场同时投入使用国际机场同时投入使用，，龙泉山龙泉山
隧道已开挖隧道已开挖30003000多米多米

昨日，集成电路产业链大会暨配套项目签约仪式现场 摄影记者 张士博

中铁一局土建4标段项目总工程师史亚军在施工现场 摄影记者 王红强

集成电路协同创新园

上接01版 四川自然风光优美、生态环
境怡人、文化底蕴深厚，希望更多企业
积极参与四川文化旅游发展，合作开发
世界一流、国内领先的文化旅游精品项
目，积极发展全域旅游，加快培育健康
养老、文化创意等新业态，共同打造世
界重要旅游目的地。四川正处于城镇化
加速发展时期，希望更多企业在旧城改
造、新区建设、特色小镇打造等方面寻找
商机、投资项目，积极参与电力、燃气、通
信、城市地下管网等建设，共同分享城镇
化发展红利。四川发展最大的潜力在“三
农”，希望更多企业深度参与乡村振兴发
展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对川
茶、川酒、川菜、川药、川果等特色产业的
投入，积极开发竹产业，有效增加绿色、
有机、无公害农产品供给，共同激发农业
农村发展活力。四川将以更大力度改善
发展条件，希望更多企业积极参与机场、
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
道交通，以及能源、电信等领域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打通衔接陆上丝绸之路与海
上丝绸之路的南北大动脉，共同推动区
域全方位高水平互联互通。

彭清华说，本次活动以“改革开放
新征程·合作发展新机遇”为主题，就是
旨在通过开放合作促进互利共赢。我们
将为大家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公
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宽松优惠的政策环
境、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大家在川
安心投资兴业，实现更好发展。

投资推介会上，副省长朱鹤新向与
会嘉宾介绍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推
介投资合作机遇和重点合作项目。清华
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参
事何茂春作主旨演讲，丹麦马士基（中
国）有限公司总裁彦辞、中国机械工业集
团董事长任洪斌、东旭集团董事长李兆
廷先后发言，从不同角度谈了对四川战
略地位、发展优势、发展前景的认识以及
与四川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合作的考虑。

在随后举行的签署仪式上，50个投
资合作项目现场集中签约，还有一批合
作项目在场外签约。

范锐平、王铭晖、黄新初、陈放、罗
强，境内外知名企业和商协会负责人，
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州）党委或政府负
责人等出席推介会暨签署仪式。

紧接01版 五是大力发展民办职业技
能培训，鼓励企业兴办职业培训机构。
六是加大职业技能培训经费保障，建立
政府、企业、社会多元投入机制。政府补
贴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全部向具备资
质的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开放。七是强
化培训质量监管，对职业技能培训公共
服务项目实施目录清单管理，完善培训
绩效评估体系。

会议决定，在落实好科技人员股权
奖励递延纳税优惠政策的同时，对因职
务科技成果转化获得的现金奖励给予
税收优惠。具体是：对依法批准设立的
非营利性科研机构、高校等单位的科技
人员，通过科研与技术开发所创造的专
利技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生物医药
新品种等职务创新成果，采取转让、许
可方式进行成果转化的，在相关单位取
得转化收入后三年内发放的现金奖励，
减半计入科技人员当月个人工资薪金
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减轻税收负担，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速。 （新华社）


